
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
黔教际协 【⒛ 16】 10号

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关于组织部分

中学生参加 ⒛“年欧洲游学

夏令营活动的通知

各相关教育局,各相关学校 :

为鼓励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,为 学

生开阔国际视野提供机会,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组织

部分中学生参加欧洲游学夏令营活动。

活动中,师 生们将参观游览欧洲各国高等学府、科技场

馆、博物馆、历史遗迹、自然景观,感 受欧洲深厚的艺术底

蕴和丰富悠久的历史文明;进入德国学校和课堂,切身体验

欧洲教育;配合汽车移动课堂和城市探秘等多种形式,学 习

欧洲地理历史、风土人情和餐桌礼仪等文化知识。

本次活动学生名额 40名 ,带 队教师名额 4名 ,现将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 :

一、 带队教师条件

(一 )年龄 55周 岁以下 ;

(二 )具有较强工作责任心和丰富的学生管理经验 ;

(三 )优先推荐英语田语较好的老师。

二、 参加学生条件

(一 )初 、高中在校学生;

(二 )知识面广,兴趣爱好广泛 ;

(三 )生活自理能力强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 ;



(四 )成绩优

三、 费用说明

详见附件 3。

请学校本着学

关工作,尽早安排

名表 (附件 1)及

际交流协会办公室。

附件:1、 报名

2、 欧洲

3、 费用

联系人:彭老师

电 话 :0851-85

,英语基础较好、口语表达流利。

自愿,推荐优秀学生报名的原则做好相

生办理出国护照,并于4月 18日 前将报

动费用汇款凭证原件交至贵州省教育国

学夏令营活动行程

明

贵州省

20

/



附件 ⒈

欧洲游学夏令营活动报名表 (每名一份)

个

人

资

料

中文姓名 拼音

出生 日期 年龄 性另刂

所在学校 班级 入校时间

身份证号码

出生地 省        市/县

现在户口所在地 省        市/县

英语会话程度 流利口   较好口  一般口   较差口

爱好及特长

健康状况 是否有食物过敏

是否有药物过敏 无口 有口 过敏药物 :

是否有常规用药 无口 有□ 常规药物 :

是否有护照
无口 有口  护照号码 :

护照签发日期:        护照到期 日期 :

是否出过国 否口 是□ 何国 :

是否申请过欧洲签证 否 口 是口 何时 :

寄宿家庭要求

寄宿家庭宠物 不介意 口 介意 口

其它要求 (例如:和某

位小朋友同住 )

无口 有口 具体为 :

家

庭

资

料

成  员 父 亲 母 亲

姓  名

工作单位/职务

联系电话

E-mai1

家庭地址

家庭电话

在
欧
亲
属
资
料

在欧洲有无亲属 无口 有口 与学生关系 :

中文姓名 英文名 在欧身份

工作 单位 工作电话

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

是否需要与亲属见面  | 否口 是□ 见面原曲:

学生签名 家长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 日



附件⒉

欧洲游学夏令营活动行程

日期 上 午 下午 住宿

D1 贵阳一北京一法兰克福

蓝色欧洲,今天开始揭开你的面纱

D2
法兰克福一科隆

法兰克福市中心游览,体验欧洲金融中心的繁

华 。

来到私立语言学校进行语言能力测试,分组。按

语言水平进行小班语言学习,每班不超过15人 ,

授课老师均来自英语母语国家。

超市体验:德国当地超市,融入当地生活。寄宿

家庭前往语言学校作简短交接仪式后接孩子回

家。

住宿家庭

D3 小班英语语言学习

科隆城市探秘:莱茵河畔大教堂记载了德意志民

族的发展史,是现存最完美的哥特式大教堂。和

小伙伴一起了解这座历史文化名城,在团队合作

下克服困难,寻找通向目标的道路。

住宿家庭

D4 小班英语语言学习

和语言学校交流的外国同学一起参观德国最富

盛名的巧克力博物馆,充分了解欧洲巧克力的发

展历程。

或者

科隆奇异旅途博物馆,体验不同主题文化主题世

界。

住宿家庭

D5
小班英语语言学习

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畅所欲言,分享各地文

化差异,聊学习,聊生活,融入世界大家庭。

前往前西德首都,也是音乐神童贝多芬故乡一波

恩,参观马克思、恩格斯曾经就读的德国历史最

悠久的世界名校一波恩大学。游览老市政厅,贝

多芬广场,纪念像。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

德意志博物馆,了解德意志民族历史。亲手制作

著名的小熊糖。

特色活动:制作小熊糖。

住宿家庭

D6

仝天出游一 城̄堡日

来到德国,怎么能不探访城堡呢?德国号称千堡

之国,有众多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堡,参观城堡

了解中世纪生活。

午餐品尝骑士宴,体验中世纪宫廷舞蹈

莱茵河游船,途径莱茵河多个古堡,畅游莱茵河

最关最具欧洲特色的一段。
住宿家庭

D7

和外国朋友们一起进行丛林寻宝,拓展训练等丰

富多彩的户外活动,为行程中的阿尔卑斯户外主

题公园营地活动打下基础 ,增强同学们的团队合

饣乍许菁神。

我们将组织所有寄宿家庭来一次正宗的欧式BBQ

(自 愿参加 )。 晚宴肯定代替不了你心中的依依

离别之情,拥抱你的朋友吧,珍惜每一分钟。明

天你们就要离开,开始一段新的旅程。

住宿家庭



D8

荷兰民族风俗村 250km

特色课程:移动谋堂-荷兰

风车、木鞋、郁金香、奶酪、钴石一传说中的荷

兰五宝,在这里应有尽有。

阿姆斯特丹 50km

前往北方威尼斯一阿姆斯特丹,游览水坝广场、

航海博物馆,专人介绍航海知识,身临其境感受

海盗船,了解海上强国辉煌历史。

酒 店

D9

阿姆斯特丹一布鲁塞尔190公里

特色课程:移动课堂-比利时
“
欧洲的心脏

”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盟总

部所在地,也是传奇小英雄
“
尿童于莲

”
的故乡。

参观有世界最美广场之称的:布鲁塞尔大广场 ,

在尿童于莲的雕像下聆听他的英雄事迹。

品尝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-比利时皇家巧克力 ,

了解巧克力发展历史。

布鲁塞尔一巴黎298公里

前往巴黎。

特色课程:移动课堂一法国

时尚之都、文化之都、浪漫之都一 巴黎是无数人

梦想申的城市,今天就让我们梦想成真。 酒 店

D10

巴黎精华景点游览

攀登埃菲尔铁塔,游香榭丽舍大街、凯旋门、协

和广场。乘坐塞纳河游船360度仝方位体验巴黎

震憾。

深入时尚巴黎,参观百年老店
“
老佛爷百货

”,尽

情感受时尚的熏陶。
酒店

D11
卢浮宫

一睹稀世珍品的真容:蒙娜丽莎、断臂维纳斯。

通过专业的讲解,了 解真正的艺术宝藏。

巴黎-兰斯 140km

前往世界著名香槟产地兰斯,走进酒庄,观摩香

槟制作工艺。

酒 店

D12

兰斯-卢森堡 200km

现今世上仅存的大公国,也是欧盟内最小的国

家。游览著名的宪法广场,俯瞰卢森堡大峡谷 ,

身后不远处悬于绝谷上,攀过峭壁的两座吊桥连

接着新旧城区,气势如霓如虹,好不惬意。

卢森堡-萨尔布吕肯 100km

前往德法边境,一路欣赏秀美风景。
酒 店

D13

萨尔布昌肯一海德堡 1硐 km

歌德把海德堡誉为:把心遗留的地方,你也会把

心留在这里吗 ?

特色活动:参观海德堡大学

海德堡一斯图加特 105km

参观奔驰博物馆,走进世界顶级轿车的殿堂。这

里是德国汽车工业的诞生处,德国强大工业的缩

影,汽车爱好者的圣地,同学们将探秘汽车的发

展之路。

酒 店

D14

斯图加特一琉森 250km

特色课程:移动课堂-瑞士

都说琉森是瑞士最美的城市,她不仅是瑞士文化

的发源地,还是体验阿尔卑斯湖光山色的最佳地

点。

特色行动:城市探秘一琉森

参观瑞士地标性景点,纪念瑞士雇佣兵的
“
悲伤

狮子像
”,欧洲最古老的木桥

“
花桥

”
。

琉森—皮拉图斯峰 9km

午餐:在群山之中品味瑞士特色菜肴

皮拉图斯峰人称
“
龙的巢穴

”
、
“
巨人的家园

”
,

是瑞士中部最具传奇色彩的山峰,也是最佳的观

景地。天气晴朗时,在这里可以将阿尔卑斯山脉

的73个山峰尽收眼底。让我们一起登上山顶 ,

l寻 找巨龙的身影。

酒店



D15

琉森一苏黎世 70km

前往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,瑞士第一大城

市—苏黎世。这里不仅是神秘的瑞士银行总部 ,

同时也是世界顶级精密钟表的展示厅。

苏黎世 -新天鹅堡 228km

新天鹅堡是现实生活中的童话世界,他不仅是迪

斯尼魔幻城堡的原型,还记载了茜茜公主与巴伐

利亚国王的凄美爱情故事,今天我们就-起去探

究一番。

酒 店

D16

阿尔卑斯户外运动主题公园 90km

户外拓展训练营。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户外运动

的发源地,有丰富多彩的运动种类,户外运动也

是激情,勇 气,协作的代名词,既然已经来到这

里,不体验一下怎么可以 !

在专业教练带领下,针对青少年设计的户外拓展

运动,确保安全,进行
“
激流勇进

”
活动,体验

团队协作 ,“ 高空绳索公园
”

了解大自然,超越

自我。

酒店

D17

酒店一水晶世界 50km

闻名世界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是奥地利人的骄傲 ,

她的总部就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群山之中。让

我们一起去揭开她高贵的面纱一施华洛世奇水

晶世界。

水晶世界一 萨尔茨堡 150km

特色课程:移动课堂一奥地利

前往音乐之都、莫扎特的故乡一奥地利萨尔茨

堡。跟随莫扎特的足迹游览铺满音符的萨尔斯堡

老城区,接受一场音乐洗礼。

酒 店

D18
萨尔茨堡一慕尼黑395公里

前往欧洲重镇慕尼黑,开启巴伐利亚民俗之旅。

参观德甲著名球队拜仁慕尼黑主场一安联球场

(入 内参观,视行程时间而定,如遇比赛则不能

执行),如不能执行则改为参观宝马世界及奥林

匹克公园。

酒店

D19
参观慕尼黑工业大学

当地留学生分享生活经验 ,与大家分享欧洲之旅

的快乐与收获,分享最难忘瞬间。

前往市中心老城区,进行城市探秘,参观老市政

厅双峰教堂等著名景点。和世界各地朋友共同观

看木偶钟翩翩起舞,倾听欢乐的音乐。晚餐在德

国著名传统餐厅品尝巴伐利亚传统菜肴一大猪

肘餐。

酒 店

D20 整理行李,前往机场,飞往阔别己久的祖国。 飞机上

D21 安仝回到家人怀抱



附件 3:     ∷

2016年欧洲洎学夏令营活动 (中 学)费用说明

一、带队教师:由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选派并承担费用。
二、学生费用:绲8-o元 /人。

三、费用包含报名费、活动费、培训费、国际及国内旅费、
食宿费用、保险费。(冰此费用不包含贵阳以外师生往返
贵阳的交通及禽宿费用)

请学校本着学生自愿,推荐优秀学生报名的原则做好相

关工作,提前办理护照,并于4月 18日 前将报名表 (附件 1)

及活动费用汇款凭证原件交至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办

公室,账户信息如下 :

账户名称:贵州∷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

账乓升: 2402oo26i090o6897088

开户行名称:中 国工商银行贵阳市中西支行

联系人:彭老师

电话 : 0851-85280551

地址:贵阳市云岩区冲山西路43号省教育厅办公大楼十楼


